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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假肢步态仿真模拟与评测系统的步态

对称性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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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提出并设计一种用于下肢智能假肢的步态仿真模拟与评测系统的软硬件平台，从而可通过机器测

试代替人体穿戴测试，定量分析智能膝关节假肢的穿戴对称性效果。通过全身三维步态与运动分析系统仪器采

集成年人的关节角度和步幅等步态数据，提取模拟步态特征曲线，通过相应关节拟合步态曲线实验，验证测试平

台的可行性，然后将所研发智能膝关节假肢穿戴在假肢测评系统上，定量分析步态对称效果。结果表明所研发智

能膝关节不同速度下的步态对称性无明显差异，均可超过 88%，假肢步态仿真模拟与评测对下肢智能假肢的功能

模拟和评测具有良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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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 software and hardware platform for gait simulation and system evaluation for lower limb intelligent
prosthesis is proposed and designed, in order that the wearable symmetry effect of the intelligent knee prosthesis can be
quantitatively analyzed by machine test instead of human wear test. The whole-body three-dimensional gait and motion
analysis system instrument, a device to collect gait data such as joint angle and stride of adults, was used for extracting
simulated gait characteristic curve. Then, the gait curve was fitted based on the corresponding joint to verify the feasibility
of the test platform in the experiment. Finally, the developed artificial knee prosthesis was worn on the prosthetic
evaluation system to quantitatively analyze the gait symmetry effect.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gait symmetry between the developed knee joints at different speeds, which could reach more than 88%. The
simul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prosthetic gait have good effects on the functional simulation and evaluation of the lower
limb intelligent prosthe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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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智能假肢研发过程中，为了测试假肢性能的好

坏，需要残疾志愿者配合做大量的测试实验。国外

学者对此报道过很多相关的研究。例如，Ko 等[1]通

过测试三名成年男性截肢患者足踝关节的能量存

储和恢复情况，判定他们穿戴不同假肢踝关节的生

物力学特征。类似地，Raschke 等[2]通过记录 11 例
创伤性截肢患者七天时间内穿戴假肢的磨损程度，

分析不同假肢的生物力学特性，评估相应假肢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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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以达到截肢患者选择更好假肢的目的。另外，

Arifin 等[3]通过测试 10 名膝下截肢患者的假肢穿戴

情况，依据能有效反映患者姿势稳定性的平衡量表

来评判他们穿戴不同假肢时的康复效果。

上述测试需要使用摄像机、测力平台和其他方

法收集动力学和运动学数据，因此获取数据十分困

难。而且人体步态的动态变化使得受试者之间缺

乏可重复性，因而测试结果往往是有限的[4-5]。另

外，考虑到跌倒或者绊倒存在责任和安全问题，因

此在测试过程中通常需要添加安全预措施。毋庸

置疑，上述人体测试耗时长、重复性差、操作繁琐

且存在责任风险，给患者带来极大的不适的同时，

也影响了假肢的研发进度[6-7]，因此这些问题亟待

解决。

以假肢测试平台（机器测试）代替人体测试实

验或可有效避免上述测试耗时、重复性差等难题，

对此国内外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研究。例如，

Yunardi 等[8]通过相机捕捉一个腿部摆动的步态周

期中腿部各关节的角度，已达到准确获取腿部数据

的效果。显然，这种测试方式复杂且硬件成本较

高，很难得到推广和应用。另外，焦伟[9]在控制系

统中制定模糊控制规则，实现了机器测试代替人体

进行连续步行的效果。但是，他们的机器测试平台

只具有患侧腿部的结构设计，故无法对健侧腿和残

侧腿的步态对称性进行研究。同样地，Richter 等[10]

通过动态建模使得假肢测试机器人在矢状面可以

完成两个自由度的髋关节运动，但是其只能模拟单

侧髋关节运动，无法进行对称性分析。综上所述，

目前尚未建成一套成熟的下肢假体性能评价体

系。因此，本工作拟提出一种可以模拟健侧与患侧

双下肢功能的行走测试平台。

1    步态仿真模拟与评测系统设计

下肢假肢模拟与评测系统是为测评智能膝关

节性能而设计，用以评测系统两侧下肢的结构不

同。其中，一侧为人工下肢，由人工髋关节和人工

膝关节组成，用来模拟残疾患者的健康侧腿；另一

侧为仿生下肢，由人工髋关节、智能膝关节组成，

用来模拟残疾患者的患侧肢体。行走不仅仅是下

肢在运动，而且身体的重心会周期性地左右震荡，

所以需要对行走过程中的平衡问题进行控制[11-12]，

本工作采用气缸驱动髋关节升降来模拟人体的重

心变化，通过设定跑步机的速度模拟人体不同速度

下的行走过程。智能下肢假体通过一个特殊的关

节连接到测试系统仿生下肢侧模拟器上，实现功

能模拟。整个系统的设计基于仿生学原理，将人体

行走过程简化为髋关节和膝关节在二维平面内实

现一个自由度的运动。其样机设计原理图如图1
所示。

下肢假肢步态仿真模拟与评测系统包括三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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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步态仿真模拟与评测系统结构原理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gait simul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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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进电机，分别驱动人工下肢侧髋关节和膝关节以

及仿生下肢侧髋关节，并通过气缸升降模拟正常人

行走过程中重心的变化，使整个系统可以在二维平

面上完成步态仿真。本工作使用 86BYGH250C 的
两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配合上海研蓝自动化科技有

限公司生产的  C5-E 驱动器来驱动相应关节的摆

动。步进电机的基本步距角 1.8°，由于人体步态周

期中支撑前期膝关节会有较小角度的屈伸动作，此

时关节运动角度较小[13]，故需减小每脉冲运转的角

度来提高电机的运转精度。本设计通过驱动器将

电机设置为 16 细分，使得电机可以低速平稳运行，

通过安装在电机上的编码器实时检测髋关节和膝

关节在行走过程中角速度和加速度的变化。控制

系统的主控芯片采用 STM32F407VGT6，实时测量

模拟行走步态过程的角度时间数据，下位机通过串

口将数据传至上位机，在上位机中以文本的形式记

录步态数据，方便后期数据处理。整体控制框图如

图2 所示。

2    步态仿真模拟与步态对称性实验

步态仿真模拟与评测系统需采集正常成年人

行走步态周期的关节角度与时间数据作为控制源

信号，配合驱动器形成闭环控制，分别去控制 3 个
电机。本次步态数据采集实验受试者纳入标准

为：①身体健康，没有影响运动的神经性疾病；

② 下肢以及足部各个关节能够正常活动，在没有

辅助措施的情况下可以正常行走；③自愿参加实

验。本次测试由专业医师用江苏德长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的全身三维步态与运动分析系统，采集一位

27 岁成年男性在跑步机上分别以 0.5、0.8、1.0 m/s
的速度行走的多个步态周期的关节角度与时间数

据，其中一个步态周期指的是从一侧足跟着地到同

侧腿足跟再次着地所经历的时间[14]。数据采集过

程中存在抖动等不确定性因素，因此对每种步速下

采集的数据进行多个周期取平均值处理，选取其中

一个较平滑的步态数据。最终在 Matlab 中拟合人

体膝关节和髋关节步态曲线，如图3 所示。

在图3 中可以看到一个步态周期中每个时间点

对应一个确定的角度，在程序中设置定时器的溢出

时间，并将电机设置为同步模式，通过 CAN 总线

依次发送各个关节的角度数据给相应的电机，通过

电机驱动对应的关节，即可达到模拟人体行走步态

的目的。

2.1    下肢假肢测试平台步态模拟验证测试

本实验的主要目的是研究假肢测评系统模拟

人体步态的近似程度。通过测评系统试验样机的

左右髋关节与膝关节处的旋转编码器，采集模拟步

态的输出关节角度数据，进而与通过仪器采集得到

的关节角度数据进行比较。3 种步速下关节模拟程

度相似，以人工下肢侧髋关节和膝关节为例，给出

0.5 m/s 步速下健侧髋关节与膝关节的目标曲线与

实际采集所得的关节曲线，如图4 所示。

从图4 可以看出实际测试曲线与目标曲线基本

重合，在一个周期的步态过程中，在幅值附近达不

到输入的数据值，这是由于编码器的反馈延迟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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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步态仿真模拟与测评系统整体控制框图

Fig.2   Control block diagram of gait simulation and evaluat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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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三种不同步速下的步态曲线

Fig.3   Gait curves of three different spee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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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这种误差在工程允许范围之内。实验结果表

明，关节输入曲线与测试曲线的拟合度较高，说明

下肢假肢测试平台可以较好地模拟人体步态。

2.2    智能膝关节假肢机器测试

文献[15]中根据左右侧对称性步态参数提出三

个对称性指标，表达式如下：

SI = 2(XR − XL)

(XR + XL)
× 100% (1)

RI =
XR

XL
× 100% (2)

RII =
(XR − XL)

max(XR,XL)
× 100% (3)

式中XL和XR分别代表左右侧肢体的步态特征

参数，本工作中，XR代表仿生下肢的步态实验数

据，XL代表人工下肢步态实验数据。在式（1）中，

SI = 0 时表示完全对称；式（2）中，RI = 1 表示完全

对称；式（3）中，RII = 0 表示完全对称，其中正负

号表示肢体的主导地位。基于测试平台的硬件设

备，本文中步态特征参数为步幅和最小膝关节角度。

在 2.1 节评测系统步态模拟实验中已经验证了

本系统模拟步态的可行性与准确性。本实验用已

经研发的智能膝关节假肢，通过特殊的接口穿戴在

假肢测评系统的仿生下肢侧[16]。将膝关节装载在

测试平台仿生腿侧，启动测试平台，控制跑步机分

别以 0.5、0.8、1.0 m/s 三种不同步速进行测试。通

过智能膝关节控制系统搭载的角度传感器实时测

量膝关节角度，并将相应的步态数据上传至上位

机。通过观察不同步速下膝关节自动调整开度从

而适应相应的步态的效果，评测膝关节的好坏。三

种步速下，两侧膝关节的步态数据曲线如图5 所
示。结合上述步态对称准则，可计算步态周期以及

步态特征参数如步幅、最小膝关节角度，步态对称

量化结果如表1 所示。

由图5 可知，在不同步速下，装载所研发膝关

节的步态曲线具有预屈曲过程，且对应曲线段较为

平缓；表明装载所研发膝关节预屈曲角度小于正常

步态。这是因为患者实际佩戴假肢膝关节时，义肢

和截肢者的不同动作方式、认知能力和动态特性，

以及两者之间的运动协调差异等，都会导致站立相

预屈曲角度过小。另外，针对每一种步速下的步态曲

线，人工下肢侧与仿生下肢侧的膝关节曲线整体变

化趋势相同，两者相位上相差半个步态周期；并且

仿生下肢侧的摆动相与人工下肢侧摆动相之间吻

合得较好，而两者之间的站立相则吻合较差（站立

相包含预屈曲过程）。针对三种不同步速下的步态曲

线，人工下肢侧与仿生下肢侧的曲线并无太多变化。

根据表1 可以得到以下结果。针对步幅的对称

性指标，与 0 相比仿生下肢侧的 SI 和 RII 偏差略大

于人工下肢（1.07%～2.03%）。另外，不同步速下两

侧步幅的  SI  和  R I I  偏差小于  2.03%；而  R I  逼近

1（1.02～1.07）。这些结果表明两侧步幅差异较小

且均在正常范围内。针对最小膝关节角度，当步速

为 0.5 m/s 时，对称性指标 SI、RII 均大于 0，表明与

仿生下肢侧相比，人工下肢侧的最小膝关节角度偏

差较大。而当步速大于 0.8 m/s 时，SI、RII 均小于

0，表明与人工下肢侧相比，仿生下肢侧的最小膝关

节角度偏差较大。基于本文研究，随着步速的增

大，人工下肢侧和仿生下肢侧的 SI、RII 的绝对值在

增大，RI 越来越远离 1，表明步速变大时，对称性变

弱，这与现实情况是相符的。

综上所述，本工作所研发的步态测评系统可以

较好地模拟残疾患者佩戴假肢膝关节时的状态，定

量评价假肢的步态对称性。

3    讨论和结论

相对于东南大学焦伟[9]提出的的只具有模拟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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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0.5 m/s 步速下输入与输出关节角度对比曲线图

Fig.4   Contrasting curves of input and output joint angles at
   0.5 m/s 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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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的测试平台，本文所提出的机器测试平台通过

增设人工下肢，与仿生下肢的步态数据进行对比，

可以更好地评价和测试膝关节的性能。相对于

Yunardi 等[8]通过相机捕捉数据的方法，本设计采

用角度编码器获取各个关节角度，大大节省了成

本。相对于 Richter 等[10]只能模拟单侧髋关节运动

的测试平台，本设计具有双侧髋关节的结构设计，

可以对健侧腿和残侧腿的步态进行对称性分析。

本文根据步态采集仪器采集正常成年人的步

态特征数据，然后提取人体步态轨迹曲线，通过电

机带动假肢测评系统的关节运动。将通过采集测

试系统得到的相应的关节角度曲线与通过仪器采

集的步态曲线进行对比，验证了测试平台的可行

性。然后在假肢测评系统仿生腿侧戴上研制的智

能膝关节，通过上位机将采集的步态数据记录下

来，结合步态对称评估标准，进行了定量的步态对

称性分析。假肢测试平台可以很好地带动已经研

发的膝关节进行步态测试，通过分析测试采集所得

的步态数据，可以促进膝关节的研发。

本实验只是基于水平面的步态评测，后续可以

将不同的路况环境加入假肢步态测评系统，从而可

以更加完善地去测评假肢膝关节的性能，更好地促

进膝关节的研发。

利益冲突声明：本文全体作者均声明不存在利益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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